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接到市民反映后，

我们马上联系市政管理

部门。市政工作人员数

分钟内赶到现场查看，发

现情况属实。经处理，犬

只粪便已被清走。

九江数字城市指挥

中心最近也接到不少关

于犬只粪便问题的投诉，

频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对此九江数字城市指挥

中心已安排采集员对一

些重点路段加强巡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养犬的人越来越多，

市民出门遛狗时应该带

上纸张，及时为犬只清理

粪便，未经处理的粪便

一旦流入河流、土壤，粪

中含有的氮、磷就会污染

河水和导致土壤盐渍化。”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负责人表示，《佛山市养犬

管理条例》自2020年5月

1日实施，其中有明确规

定，对犬只的粪便未即

时清理的，由城市管理

和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

正，清除污物，处二百元

罚款。

市民：我在太平

直街发现人行道上有

犬只粪便，发出阵阵

恶臭，十分影响市容

市貌。

市民：沙头青平路某商铺使用高音喇叭播放

宣传信息，希望有关部门前往处理。

市民：人民路某商铺对出的停车位和人行道上堆满

了建筑垃圾，给周边的住户和行人带来了不便，希望有关

部门前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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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8 健康九江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接到市民来电后，我们立即通

知采集员前往核实，发现该商

铺前停车位与人行道上堆放

了瓷砖、水泥、复合板等建筑

垃圾。附近居民反映，这些建

筑垃圾是该店铺装修后丢弃

的，一些小孩还会到该处玩

耍，存在安全隐患。

收到采集员的反馈后，中

心坐席员立即通知城管部门

前往处理。城管部门执法人

员知悉后，迅速赶到现场，找

到该店铺的负责人，要求其尽

快把该处的建筑垃圾清理干

净。店铺负责人也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承诺会马

上清理干净。

次日，指挥中心再次安排

采集员到现场核查，看到商铺

前的停车位与人行道上的建

筑垃圾已经被清理完毕。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负责人表示，乱丢建筑垃圾不

但占用了公共空间，还对环境

造成影响，一旦下雨，泥沙便

会四处外流，还容易孳生蚊

虫。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

护环境的义务，对所造成的损

害依法承担责任，希望大家自

觉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

若市民生活中遇到该类问题，

可拨打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电话81860239及时反馈。

法制生活

城市管理事关市容

市貌的优劣，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是九江可持续

发展的一个重点工作。

为此，九江城管局开设

“曝光台”专栏，对车辆

乱停乱放、噪音污染、占

道经营、违法经营等行

为进行曝光，一方面督

促当事人及时纠错整

改，另一方面引导广大

市民、商家共同维护城

市环境，共建和谐安宁

的美丽九江。

近日，九江城管根

据市民投诉，先后处置

商铺乱放建筑垃圾、商

家噪音扰民等案件。九

江城管提醒广大市民，

美好的城市环境需要共

同维护，希望企业守法

经营，同时呼吁市民，发

现违法违规行为可及时

向城管举报。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

人的心、脑、肾等各个脏器生

理功能减退，代谢功能紊乱，

免疫功能低下，易患高血压、

糖尿病、冠心病及肿瘤等各

种慢性疾病。

老年人健康体检是国家

14项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内容之一，也是《“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促进健康

老龄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体

检服务让老年人能够及时了

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给予针

对性的健康指导，达到对常

见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目的。

“老年人健康管理是一

项惠民的工程，希望能实现

全覆盖，让长者享受到更多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九江镇

卫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九江

镇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健康

体检服务已开展多年，随着

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参

与体检人数逐年增加。

接下来，镇卫计局将联

合镇内医疗机构，大力发展

老龄服务产业，推进养老服

务多元化发展，打造“医、康、

养、护”的养老模式，实现“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

有所乐”。

九江镇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

接受免费体检 长者点赞贴心
●饭菜要香一些。老年人味觉、食欲较差，

吃东西常觉得缺少滋味。因此，为老年人做饭

要注意色、香、味俱全。

●质量要好一些。老年人体内代谢以分解

代谢为主，需用较多的蛋白质来补偿组织蛋白

质的消耗。如可多吃些鸡肉、鱼肉、兔肉、羊肉、

牛肉、瘦猪肉，这些食品所含蛋白质均属优质蛋

白，营养丰富、容易消化。

●数量应少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过分饱

食对健康有害，老年人每餐应以八九分饱为宜，

尤其是晚餐。

●蔬菜要多一些。新鲜蔬菜是老年人健康

的朋友，它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矿物质，

还有较多的纤维素，对保护心血管和防癌等有重

要作用。每天的蔬菜摄入量不应少于250克。

●食物种类要多一些。蛋白质、脂肪、糖、

维生素、矿物质和水是人体所必需的六大营养素，

这些营养素广泛存在于各种食物中。为平衡吸收

营养，保持身体健康，各种食物都要吃一点。

●菜肴要淡一些。有些老年人口味重，殊

不知，盐吃多了会给心脏、肾脏增加负担，易引

起血压增高。为了健康，老年人每天吃盐量控

制在6~8克为宜。

●饭菜要烂一些。老年人牙齿常有松动和

脱落，咀嚼肌变弱，消化液和消化酶分泌量减

少，胃肠消化功能降低，饭菜要做得软一些，以

利于消化。

●水果要吃一些。水果含有丰富的水溶性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些营养成分对于维持体

液的酸碱平衡有很大的作用。为保持健康，饭

后应吃些水果。

●饮食要热一些。老年人对寒冷的抵抗力

差，如吃冷食会引起胃壁血管收缩，供血减少，并

反射引起其内脏血循环减少，不利于健康。因此

老年人的饮食应稍热一些，以适口进食为宜。

●吃饭时要慢一些。有些老年人习惯于吃

快食，不充分咀嚼便吞咽下去，对健康不利。应

细嚼慢咽，以减轻肠胃负担，促进消化。另外，

吃慢些容易产生饱腹感，防止进食过多。

“一收到体检通知，我早早就来排队了，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下西社区居民张阿姨对老年人体检服

务赞不绝口，希望以后这样的健康服务能“陆续有来”。

今年5月~9月，九江镇卫计局联合镇社卫中心、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分

院和各村（居），为65岁及以上（1955年12月31日前出生）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体检服务，符合条件的长

者纷纷踊跃参与。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接到市民来电后，

执法人员立即找到事发

位置，发现情况属实，当

即找到当事人。经过执

法人员耐心的教导，当事

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

周边居民造成了影响，立

即把喇叭的音量调低，并

表示以后会多加注意。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负责人表示，对于制

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

活的行为，将先给予警

告，屡教不改的将面临一

定的罚款。若市民生活

中遇到该类噪音问题，可

拨打九江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电话81860239及时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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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

通讯员何添杰

图片由通讯员提供

为长者提供专业健康指导
醒目的标识、排列整齐

的座椅、人与人保持一定间

距……记者近日来到下西上

围文化中心，看到长者们正

在排队接受体检，秩序井然。

“您的血压有点高，平时

要注意一下饮食……”现场，

医务人员正在认真细致地为

长者进行检查和健康指导，

了解他们在生活中出现的身

体不适情况，并提供科学的

日常保健养生建议。同时，

镇社卫中心针对长者常见的

饮食规律、慢性疾病和以往

所患疾病、治疗、用药情况，

为长者建立健康档案，将高

危人群和慢性病患者纳入

“慢病规范化管理”，为他们

提供有针对性的定期随访、

健康干预服务。

据了解，今年老年人体

检除了体格检查、脏器功能

检查、辅助检查、中医体质

辨识以及健康指导等常规

项目，南海区第九人民医院

还为九江片老年人免费增

加四项检查：肝吸虫筛查、

白内障筛查、肛门指检疾病

筛查和男性B超前列腺增

生筛查。

3385名长者享贴心服务
为方便需要体检的长

者，今年有部分村居选择在

幸福院和文化楼提供免费健

康体检服务。“下西社区有65

岁及以上长者约1000人，考

虑到近期天气炎热和部分长

者行动不便，今年我们分别

在上围文化中心和稔一文化

楼两个地方安排长者体检，

且室内配备空调，希望能在

最大程度上方便长者。”下西

社区卫生干部邝嘉颖说。

此外，对于行动不便或

无家人陪同的长者，镇南村

和石江社区安排专车接送，

并为他们准备爱心早餐；南

金、南方、英明等村居安排工

作人员、志愿者为长者提供

指引；上东等村居现场还有

常驻社工机构工作人员和

长者亲切交谈，并为他们建

立家庭档案，了解他们在生

活和精神等方面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村居

均向参与体检的长者送上

精美礼品。

5月 26日~6月 19日，

九江共有7个村居已开展体

检，合计 3385 名长者享受

服务。

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产业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通讯员何家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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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饮食要注意十个“一些”

■长者有序接受体检。

■■商家噪音扰民商家噪音扰民，，城管及时处理城管及时处理。。■■商铺在门前停车位和人行道乱堆放建筑垃圾商铺在门前停车位和人行道乱堆放建筑垃圾，，城管责令整改城管责令整改。。


